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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新型相变复合保温材料的试验研究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new phase change composite insulation materials in northwest China
沈霁 郑同鑫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207）
摘要：西北干寒地区，非常适合应用相变材料达到减少室内环境温差变化和节能环保的目的，本文通过两种相变保
温材料的试验研究，来对西北地区相变保温材料的应用和推广做前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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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ry and cold area of northwest China, it is very suitable to use phase change materials to reduce
temperature variation, save energy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phase change 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s in northwest China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wo kinds
of phase change 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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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北地区新型相变复合保温材料的
应用研究的意义
西北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降水
量少、干燥、昼夜温差大、白天太阳辐射强等特点，非常适
合应用相变材料来达到减小室内环境温差变化和节能环保
的目的。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和甘肃省对新材料开发以及
节能环保领域发展的要求，对西北地区建筑用新兴材料的
发展可起到促进作用，找到有效降低西北地区建筑能耗以
及提高西北地区建筑保温效果的新途径。

2 西北地区新型相变复合保温材料的
应用研究方案
2.1 试验材料的选择
现阶段相变复合储热材料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高分子做外壳，将相变储热材料制作成胶囊或微胶囊
结构；2）将相变储热材料与高分子材料进行熔融混合：3）将
相变储热材料包裹在高分子材料的空间网络内。
2.2 试验方法的选择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测量方法使用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
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GB/T 10294-2008/ISO 8302：
1991），为更好的模拟墙体冬季单壁导热情况，故采用单试
件式防护热板导热系数仪。

3 西北地区新型相变复合保温材料的
应用研究内容
3.1 实验材料
选择现在技术较为成熟的两种相变保温材料：FTC自
控相变储能复合材料；和相变微胶囊石膏板，以及西北地
区最常见的保温岩棉板进行比较。
3.1.1 FTC自控相变储能复合材料

FTC保温砂浆是一个复合阻燃保温体系，是“Flame
Temperature Composites”的简称，它是一种新型的无机墙
体保温体系，由短纤维、多种无机材料混合配置，阻燃达到
国家A级防火，性能稳定，耐酸碱，耐腐蚀，不容易开裂，可
以和建筑墙体同寿命，与基层粘结度高，不空鼓，不产生裂
纹，使用范围广，阻止冷热桥产生，本次试验采用河北亿鑫
建材生产FTC自控相变隔热玻化微珠保温砂浆。
3.1.2 石蜡芯材的相变微胶囊
本次研究采用自己制作的相变微胶囊，相变石蜡作为
芯材，内层囊壁为三聚氰胺相变改性脲醛树脂材料，外层
为二氧化硅。采用石墨对芯材导热改性，同时对微胶囊表
面改性。使得相变材料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
制作好的相变微胶囊按照比例加入石膏中，制备相变
保温石膏板材，是一种隔热防火的新型保温材料。
3.1.3 岩棉板
外墙保温岩棉板外墙保温岩棉板为外墙保温专用岩棉
板，A级不燃性防火保温材料，较高的抗压和抗拉伸强度、
较低的吸水和吸湿性、尺寸稳定性良好、不会产生热膨胀
或收缩、耐老化等优点，能与外墙系统兼容，对建筑物提供
有效的保温节能、防火以及极端气候保护等多种性能。为
现在西北地区最常用保温材料。
3.2 试验项目
3.2.1 导热系数
按 照 兰 州 新 区 冬 天 一 般 情 况，
（室 内 外 温 差 30℃，冷
板-10℃，热板 20℃，平均温度 5℃）进行测试。标准为（GB/T
10294-2008/ISO 8302：1991）
表 1 导热系数测试
检测项目

试样

单位

稳 态 导 热 FTC自控相变储能复合材料
系 数（ 冷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25%）
W
板 -10℃，热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40%）
（m·K）
板 20℃，平均
岩棉板
温度 5℃）

3.2.2

测量值
0.028
0.037
0.031
0.041

干表观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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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干表观密度测试

检测项目

试样

单位

干 表 观 密 FTC自控相变储能复合材料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25%）
度
（J G 1 5 8 -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40%）
2004）
岩棉板

3.2.3

276
Kg/m³

检测项
目

152

质量损 抗压强
失率 度损失率

FTC自控相变储能复合
材料

0%

抗冻性
差
抗冻性
差
1%

岩棉板

检测项目

FTC自控相变储能复合材料刮平面

图3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板断面（500 倍）

15%

强度测试

试样

单位

FTC自控相变储能复合材料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25%）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40%）

测量值
0.22

MPa

3.80
3.70
0.04

岩棉板

软化系数
表5

检测项目

软化系数测试
试样

FTC自控相变储能复合材料

3.2.6

图2

强度
表4

软化系数

备注

9%

抗冻性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
（冻 融
（25%）
循 环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
15 次） （40%）

3.2.5

846

冻融性测试

试样

抗压强度

865

冻融性
表3

3.2.4

测量值

测量值

备注

0.55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25%）

0.50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40%）

0.50

岩棉板

0.68

扫描电镜检测

图4
图1

22

FTC自控相变储能复合材料断面

3.3

相变微胶囊改性石膏板断面（2000 倍）

试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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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保温砌块热工性能计算
Thermal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of composite thermal insulation block
焦保平 杨永恒
（西北民族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甘肃省新型建材与建筑节能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124）
摘要：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是目前建筑行业的大趋势，一体化需要技术和材料的保障。由技术人员开发的一种
复合保温砌块，在保证其填充性能的前提下，更具有优异的热工性能，完全适用于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本
文对这种复合保温砌块的热工性能—热阻进行了理论计算，可以用于指导实践与应用。
关键词：建筑节能；复合保温砌块；热工计算
Abstract: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structural integration is the trend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integration
needs guarantee of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The composite heat insulation block is developed by the technical personnel,
on the premise of guarantee the filling performance, which has more excellent thermal performance and is fully applicable
to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structure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the thermodynamic performance - thermal
resistance - of the composite heat insulation block has theoretically calculated and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buil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composite thermal insulation block; thermal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中图分类号：TU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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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推动下，建筑节能工作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尤其以外墙外保温为主的外墙节能保温做法，
对于改善建筑功能，减少能源消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经过多年的实践，外墙外保温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外墙
饰面开裂，保温板脱落的事故经常发生，加之外墙外保温
的设计寿命只有二十五年，与建筑物主体寿命有很大的矛
盾。鉴于此，国家及时调整政策导向，大力推广建筑节能
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在此政策的引导下，建筑节能与结构
一体化技术不断涌现。
作为建筑填充墙使用的一种复合保温砌块，通过微孔
混凝土和聚苯乙烯泡沫板浇注成型，无缝镶嵌，建筑围护
1）以上三种保温材料均能达到保温材料导热系数λ
＜ 0.14W/m•k的国家标准，实验在模拟兰州新区冬季温度情

况下进行，其中两种相变材料，与现在主流的保温材料岩
棉保温板相比，保温性跟胜一筹。
2）砂浆和岩棉干表观密度较轻，抗冻性好，适合在外墙
使用，但是要注意做好防水处理；石膏板干表观密度较大，
抗冻性差，不适合外墙使用，只适用于相对湿度不超过 60%
的内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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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相变保温材料适用于西北地区干寒气候，工艺上与现
在流行的外挂岩棉板、XPS保温板相近。室内使用则和玻
化微珠砂浆相似，总体工艺较为简单，易于推广。
FTC砂浆制备保温板与岩棉价格相近，而相变微胶囊
改性保温材料则对有机微胶囊的生产工艺有严格要求，现
阶段，生产成本较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防火性能也需
要进一步测试。

结构一次砌筑成型，主断面无需再进行外墙保温施工，完
全满足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要求。对这种特定的复合保
温砌块热工性能——热阻，我们用理论的方法进行了计算。

1

复合保温砌块热阻的理论计算

复合保温砌块根据节能要求的不同，有系列产品，我
们选取其中厚度最小的规格来进行计算。该复合保温砌块
的规格尺寸和材料组成见图 1。
根据GB50176-2016《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附录
“C.1 非匀质复合围护结构的热阻”计算的规定，由两种以
上材料组成的、二（三）向非匀质围护结构，当相邻部分热阻
的比值小于 1.5 时，复合围护结构的热阻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相变材料诞生至今一直应用于各种节能技术，目前建
筑节能技术迅猛发展，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和大力提倡节能环保的大背景下，已相对成熟的相
变材料技术，相信通过研究人员和相关企业努力提高性能、
降低成本，并设计出相匹配的施工方法推广，可以在西北
地区建筑围护结构的节能改造上多一种材料选择，并且在
西北地区采暖季节，相变建筑保温材料的应用可以更好地
节能减排，起到提高供热效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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